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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迎主场首战
章文琪球衣退役
本报讯 记者 杨羡之 今天晚
上，上海男篮的首个主场，便将为曾
经的功臣章文琪举行一个盛大的球
衣退役仪式。从１９９３年正式代表上海
队征战四方，到２００７年提前受伤退
役，直至而今在球队中担任青年队主
帅一职，谈起过往的种种，章文琪的
话语中也是充满了唏嘘。对于他来
说，入选国家队和率领上海男篮夺
冠，是他职业生涯最为辉煌的时刻。
而提到姚明，章文琪也是笑言，
“ 因
为他，我只能从内线转到了外线。”

忘不了入选国家队和夺冠

凯尔特人一直以强硬、热血著称，但这些篮球场上必须拥有的品质也是一把双刃剑。

团结+硬朗=群殴？
绿衫军冲动过头代价惨重
本报讯 记者 张逸麟 凯尔特
人的团结和硬 朗 在 ＮＢＡ 是 出 了 名
的，不过有些时候这并不都是优点，
尤其是当你失去控制时。昨天凯尔
特人主场与篮网的比赛中，篮网前
锋亨弗里斯在加内特投篮时有一个
动作较大的犯规，引起了凯尔特人
球员不满，隆多为了给老大哥出头，
与亨弗里斯扭打在一起，引发了大
面积的斗殴。结果裁判将隆多、亨弗
里斯和杰拉德·华莱士一起罚下场，
作为殴斗的挑起者，隆多可能面临

进一步处罚。
比赛进行到第二节后半段，加
内特在一次跳投时遭到了亨弗里斯
的犯规，由于亨弗里斯在裁判哨声
响起后又推了离地的加内特一把，
导致加内特摔倒，引起了身边凯尔
特人后卫隆多的愤怒。隆多立刻冲
上前去连续推搡亨弗里斯，亨弗里
斯则把隆多的护臂扯了下来，随后
两人都摔倒在场边的摄影席里。许
多球员都围在一起，他们大部分人
都是在拉架，但由于现场十分混乱，

比赛被迫中断。
主裁卡帕斯最终认定隆多是斗
殴的发起者，并将其直接驱逐出场，
亨弗里斯、杰拉德·华莱士和加内特
各吃一个技术犯规。由于亨弗里斯
的那个犯规动作已经得到了一个技
术犯规而被罚出场，此外华莱士之
前已经有过一个技术犯规，因此也
被罚出场。
尽管凯尔特人被罚下１个，而篮
网被罚下２个，但最终篮网以９３：８５赢
下了比赛。而隆多付出的代价不止

于此，在他下场时，他只得到６分和３
次助攻，而在之前的３７场比赛中，他
的助攻都达到了两位数，这个数据
与斯托克顿一起排在历史第二。隆
多本有机会冲击新纪录，而如今只
能作古。
亨弗里斯赛后在推特上晒了
自己的伤口，他左臂上有两条明显
的挠伤，还有不少细微的挠痕，
“ 谁
知道波士顿 哪 个 地 方 能 让 我 尽 快
打破伤风针？”亨弗里斯在推特上
写道。

拳头硬不等于强硬

曾掏钱让姚明买冷饮

里弗斯：
我们其实很软弱

本报讯 记者 张逸麟 在北岸
花园的斗殴中，真正动手打架的人
并不多，凯尔特人老将特里就在积
极的拉架。但在谈起这一事件时，特
里表示要是这事发生在５年前，他也
许是第一个挥拳头的人，
“ 但在我这
个年纪，我更倾向于做个和事老。”
不过特里却支持隆多的行为，
“ 我相信我们都是很强硬的人。今天
隆多参与了冲突，你们都看到了他
为加内特出头。这也给大家展示了
朗多的强硬。”
加内特本人也表示，
这样的情况
并不值得惊讶，
“ 这里可不是什么男
女童子军联盟，这里是ＮＢＡ。”加内

特说，
“ 你必须去习惯这些事情。”
这些年来，凯尔特人已经打造
出自己的风格——
—团结、强硬、铁
血。加内特就不止一次地强调这些
特质，让队友表现得更“ 混蛋”一
些。而隆多显然成为这种风格的代
表，他已经取代了加内特和皮尔斯，
成为凯尔特人的火药桶。之前与热
火的比赛中，隆多就在比赛的最后
时刻与韦德发生过冲突。
强硬和好胜是一种积极的元素，
但如果拿捏不好，很容易变成输不
起，
睚眦必报。在凯尔特人主帅里弗
斯看来，
这并不是球队追求的真谛。
“ 我们不应该有球员被罚出

场。” 里弗斯谈起场上的那一幕时
说，
“ 篮网肯定会认为凯尔特人是一
支软弱的球队，这就是我们在他们
眼中的印象。”
在里弗斯看来，真正的强硬应
该是在比赛中击败对手，而不是对
对方挥拳头。
“ 我们现在就是一支软
弱的球队，没有展示出任何韧性。”
里弗斯说，
“ 对于那次冲突，我还没
有去看录像，但我认为我们的队员
得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诚然，里弗斯比他的球员们更
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强硬，希望他
的用心良苦能让凯尔特人的球员们
作出一些改变。

朗多挑头闹事。

塔比特蒙冤险离场 哈登享受
“ 火锅宴”
本报讯 记者 张逸麟 北岸花
园的全武行成为昨天ＮＢＡ的焦点，
不过在俄克拉何马的球场上，火箭
和雷霆打得同样激烈，塔比特和哈
登险些发生冲突，塔比特一度被裁
判驱逐出场，不过最终裁判还是把
他叫了回来。
加盟火箭后，哈登第一次重返
雷霆主场，老东家为他备了一份大
礼。雷霆主帅布鲁克斯赛前个哈登
寒暄了几句，随后撂下一句话——
—

今天不会让你得分的……全场哈登
１６次出手投丢了１３个，其中有７次是
挨了对手火锅，这对于哈登来说是
一段痛苦和难忘的经历。
“ 我很了解雷霆队，但与此同
时，他们也太了解我了。”雷霆的５
名先发球员中，杜兰特、威斯布 鲁
克和帕金斯 每 人 赏 了 哈 登 一 个 火
锅，伊巴卡则给了俩。此外曾为火
箭效力的中锋塔比特也在７秒内连
续扇了哈登２个火锅，也因此让哈

从１９９３年代表上海男篮征战乙
级联赛，直至１９９８年入选国家队，章
文琪仅仅用了５年的时间。
“ 这对于我
来说，
肯定是职业生涯一个很重要的
时刻。”章文琪说，
“ 那时候还小，第
一次入选国家队，心情也非常紧张。
算是很幸运吧，
能够代表国家队去曼
谷打亚运会，怎么说呢，上去就打
呗！”那一次的入选，
可以说彻底奠定
了章文琪的位置，自此之后，这位上
海男篮的前任队长的职业生涯逐渐
进入顶峰。
“ 那次回来，
感觉整个人的
状态和信心一下子起来了，跟以前可
以说完全不一样。”章文琪笑着说。
直至，姚明的成长，让章文琪最
终收获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个总
冠军。
“ 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天晚上
去剪篮网的场景在，真的很激动！对
于一个运动员来说，能够拿到冠军，
肯定是自己职业生涯最为光辉的一
刻。”提起夺冠，章文琪的言语中充
满了严肃，
“ 有多少运动员奋斗一
生，
甚至连争取的机会都没有！到现
在，
有时候自己做梦还能梦到当时的
场景，
值得用一生去回味。”
至于此次的球衣退役仪式，章
文琪也坦言，这将成为一种球队文
化的延续。
“ 以前老一辈很少说有
退役球衣这一说，这些更多的是美
国那边的方式。姚明回来之后，带回
了很多这方面的经验。在这个队里，
虽然我打得时间比较长，但以前比
我名气大的有很多，只能说运气比
较好吧。我想这会成为以后球队的
一个文化，对有贡献的老队员的一
种肯定。”

把已经走进球员通道的塔比特又叫
登火冒三丈。
了回来。虽然是个乌龙判罚，但雷霆
在塔比特连续封盖哈登２次
并不介意，当塔比特回来后，全场球
后，两人出现了一些肢体接触，并
立刻脸贴脸的怒目而视。裁判立刻 迷相对英雄一样给他掌声和欢呼。
最终火箭以９８：１２０惨败，哈登得
将两人分开，避免了一场冲突，但
随即裁判对 塔 比 特 作 出 了 直 接 罚 到了１７分，他表示比赛结束的那一
刻，自己有一种顿时解脱的感觉，
出场的手势。
塔比特对这一判罚非常不满， “ 能和那些家伙对位真的感觉很好，
一边嘟嘟囔囔一边离场，但随即裁 不过说真的，结束比赛的感觉也不
判觉得这个判罚太重了，他们在商 错。现在，我又可以继续接下来的比
量了一会儿后取消了之前的判罚， 赛了。”

在章文琪的职业生涯中，姚明自
然是无法回避的一个名字。因为这个
大个子，
他拥有了冠军，而现在，前者
成为了章文琪的老板。
“ 我现在还记
得跟姚明第一次见面时，别人告诉
我，
这是大姚
（ 姚志源）的儿子。那时
我就看着他，
觉得这孩子怎么这么高
呢？” 回忆起与姚明的初次见面，章
文琪笑着说，
“ 他那时还有点腼腆，
１３岁的小孩就有２米２左右，给我感觉
非常乖。”
提起姚明的
“ 乖”，章文琪和小
巨人还有很多的故事。那时候，作为
老队长的章文琪偶尔也会让姚明帮
他买点饮料。
“ 买完东西还剩点零
钱，我就跟姚明说，
拿去买冷饮吧。”
一边说，章文琪一边哈哈大笑，
“ 当
时有人说我欺负小队员，其实这是大
家关系融洽的一种方式。姚明很尊重
老队员，那时候我就跟别人说，这孩
子性格非常好。”
至于姚明此后的成就，章文琪也
坦言，这并不出乎自己的意料。
“ 他
一开始打球有点软，后来真的是一年
一个台阶的往上走。我记得１９９８年的
时候他和王治郅、巴特尔真是一点都
没办法对抗，但１９９９年开始就能打
了，
然后他们就没法和姚明对抗。他
是百年难遇的篮球奇才，加上自己的
努力，
取得这么高的成就一点都不出
乎我的意料之外。一开始我打内线，
可以说，看着他成长，看着他把我赶
出了内线！”

